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您需要了解的关
于儿童虐待或忽

视的调查

Children & Family Services

Illinois Department of 



 • 2 • • 2 •

引言

这本小册子的目的是提供关于儿童与家庭服务部

（DCFS）、儿童虐待热线以及儿童虐待与忽视调查过

程的信息。DCFS是经伊利诺伊州法律授权、提供24小

时热线接受公众和强制专门人员报告，并为处理涉及

伊利诺伊州儿童的虐待与忽视事件而指定的专业部

门。热线中收到的报告将转发至距离事件儿童家庭最

近的现场办公室进行调查。  

在儿童虐待与忽视调查过程中，本部门的焦点是儿童

虐待或忽视中受害儿童的安全。在接到热线报告后的

24小时内发起调查，通过联系受害儿童或若该指控为

不合适的庇护所或环境忽视则需要观察儿童的环境。  

当确认儿童处于立即受伤害的危险之中，将立即进行

调查。DCFS最多需要60天来完成调查，并做出最终

结论。然而，若理由正当，也可将日期延长30天。

在最终结论送往州登记中心后的10天内，本部门将

以书面形式将最终结论

通知被指施虐者以及儿童

的监护人。若指控成立，

也应向施虐者发出通知提

供如何上诉的方法，在公

正的行政法法官面前接受

行政听证。在及时收到理

由充分的上诉请求后的90

天内，DCFS主管将做出最

终的行政决定。除非因

上诉人的行为而延期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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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因为以同样事实为基础的

刑事或青少年法庭审判的最

终司法裁决未决而延期。 

这本小册子将更为详细地讨

论这些话题。通过部门网站

www.DCFS.illinois.gov，

可获取有关儿童虐待与忽视

调查及行政上诉的信息。  

儿童虐待与忽视调查的概述 

什么是儿童虐待热线？

儿童福利专业人员、儿童虐待热线全年365天、每周7

天、每天24小时接受并评估疑似虐待与忽视儿童报告

的信息。符合虐待或忽视报告标准的信息将会转发至

适当的部门的现场办公室进行调查。免费热线电话号

码为1-800-25ABUSE (252-2873)。  

谁能够拨打儿童虐待热线？

任何人都可向DCFS儿童虐待热线报告。然而，某些专

业人员，例如医生、护士、教师、儿童护理中心员工

及社会工作者是强制报告者。若强制报告者有理由相

信据其职业能力所知的儿童可能受到虐待或忽视，他

们应拨打儿童虐待热线进行汇报。若强制报告者未能

汇报疑似儿童虐待或忽视，他们可能遭受严惩，例如

吊销执业证书或刑事起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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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查期间会发生什么？

当儿童福利热线电话的专业人员认为已经有足够的
信息进行报告后，这件案例将被分配给一名受过培

训的调查专家。法律要求
该调查专家在收到报告的
24小时内，探视该指称的
受害儿童从而做出报告。
若指控为不适当的庇护所
或环境忽视，调查专家将
检查儿童的生活环境，从
而做出报告。在初步联系
和整个调查的过程中，调
查专家主要关心的是指称
的受害儿童当前的安全。

若有必要，调查专家将与该家庭制定一个安全计
划，保证虐待与忽视儿童调查过程中儿童的安全。

调查专家将会见家庭中指称的受害儿童及其他儿
童、被指称的施虐者、父母、监护人、其他家庭成
员、大家庭成员以及其他各种专业人员。以上也取
决于虐待或忽视的具体指控。如您或您的家庭成员
涉入调查，您应向调查专家提供完备的信息。专家
将向您和您的家庭成员询问有关指称事件及家庭环
境的问题。您和您的家庭成员应向调查专家提供了
解指称事件第一手资料的目击者、邻居、朋友、家
庭成员、亲属或您希望调查专家在调查期间接触的
人的姓名及联系信息。 

州法律规定，调查专家应将所有严重的虐待与忽视
儿童指控告知警方以及地方检察官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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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如严重的人身伤害或对儿童的性虐待。警方及本
部门可以进行联合调查，或者警方可以自行调查。
若个人拒绝配合调查，调查专家也可以联系警方。  

调查专家在调查过程中应收集所有可用的信息。这
包括有可表明某人对虐待和/或忽视儿童负责的信
息，以及可表明某人没有虐待和/或忽视儿童的信
息。一旦收集到了所有可利用的信息，调查专家应
与主管协力，做出案件的最终结论。调查可导致两
种最终结论。报告可能是“毫无根据的”或“理由
充分的”。当报告是毫无根据之时，这意味着调查
专家未发现虐待或忽视儿童的可靠证据。当报告为
理由充分的，这意味着调查专家发现了虐待或忽视
儿童的可靠证据。“可靠证据”意味着鉴于周围的
环境，可得到的事实将使一位理性之人确信儿童受
到了虐待或忽视。

调查持续多久?

根据州法律，本部门有60天的时间来完成虐待与
忽视儿童调查。   大多
数虐待与忽视儿童调查在
30天之内完成。若理由正
当，本部门可要求将60天
的期限延长。正当理由的
例子包括待定的警方调查
或等待从医学专家获得的
报告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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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怎么了解调查结果？

本部门将调查的最终裁决以
书面形式通知您，调查专家
将亲自联系您，将调查结果
及最终结论的原因通知您。
您将目前住址及其他私人联
系方式告知调查专家是非常
重要的。调查专家可以确保

调查档案中的信息都是最新的信息。 

虐待与忽视儿童调查的最终结论在本部门的州登记
中心保存。州登记中心清单是一份相关虐待和/或
忽视儿童施虐者的保密名单。州登记中心的信息
是保密的，不对大众公开。然而，州法律要求雇
主，例如托儿所、学校以及其他直接与孩子接触的
场所的雇主，在雇佣过程中、对潜在的雇员或志愿
者进行背景调查，以确定这些人员是否曾被指控虐
待和/或忽视儿童。  

若调查显示没有事实根据，在最后裁定结果出来之
后，对于所有无根据的报告，州登记中心将保存至
少5年时间。在指定的时段之后，调查记录将从州
登记中心中删除。调查结论为毫无根据的，则被调
查对象可以以书面的形式提出请求，抗议本部门出
于骚扰的目的保留调查报告。 

若调查的结论是理由充分的，且取决于具体的指
控，报告将在本部门的州登记中心中保存一段时
间，时间从5年至50年不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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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我被认定为虐待或忽视儿童，我能做什么？

被认定为虐待和/或忽视儿童的人拥有一些权利。这
些权利包括：

• 接收调查档案的副本，法律禁止本部门披露的某些
信息除外。

•  在您收到最终结论通知后，有在60天内做出行政
上诉要求的权利，除非您同时卷入涉及本指控报
告的青少年法庭或案件，那您就应等待在巡回法
院的任何刑事法庭起诉结束后或在任何青少年法
庭起诉裁决后、在此60天内要求上诉。

•   参加听证会的权利，施虐者和本部门可以在中立
的行政法法官面前提供证词以及其他证据，该行
政法法官向DCFS主管做出推荐结论。

• 在行政上诉听证后，寻求对该主管的最终行政决定
进行司法审查的权利。 

在调查期间，DCFS能让我丧失对儿童的监护吗？

本部门在调查过程中主要关注于确保儿童安全，保护
儿童。本部门努力在调查期间以各种方式确保儿童的
安全。调查专家认为儿童处于不安全状态，但是可以
通过安全计划留在家中，调查专家会说明安全计划的
原因，并同家长编制调查期间保障
儿童安全的安全计划。 

如有理由相信儿童即将遭遇危险
且没有时间向法院提交申请，州
法律允许调查专家在未获得儿
童保障负责人同意的前提下，
可以对该儿童的进行暂时地保
护性监护。在对儿童采取保护
性监护之前，调查专家应考虑
是否有其他合适的保护方式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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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如安全计划或在寻找和
获得房屋方面提供协助，
这样就不需要把儿童从家
里转移出去。对儿童进行
保护性监护的48小时内，
应该举行由法官参加的听
证会，周末及节假日除
外。

安全计划是什么？  

在虐待及忽视儿童调查过程中，法律授权本部门对任
何指称的儿童受害者及其他潜在的受害者的安全进
行评估，并采取适当的措施保障这些儿童的安全。
儿童与家庭服务部成员将与儿童监护人及其他家庭
成员共同商讨调查过程中维护儿童安全的策略。本
部门确保儿童安全的一个方法就是会同儿童监护人
及其他家庭成员共同制定一个安全计划。安全计划
是暂时的，旨在短期内对儿童安全造成严重和紧急
的威胁进行控制。安全计划具有多种形式，儿童监
护人及其他家庭成员参与制定过程及自愿同意。在
虐待及忽视儿童调查过程中，将持续对儿童的安全
进行重新评估，同时也对安全计划继续实施的必要
性进行重新评估。  

调查专家完成对指称的儿童受害者及其他潜在受害者
的安全评估后，将与儿童监护人及/或家庭成员讨论
有关安全介入的必要性。调查专家将向监护人提供完
整的安全鉴定书的副本，并向其说明他们认为的安
全计划必要性的原因。调查专家也将与儿童监护人
及其他家庭成员讨论采取安全干预措施的必要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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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计划具有多种形式，且家庭参与该计划的制定
十分重要。安全计划可以包括，要求监护人及/或
儿童在调查期间居住于其他地方，要求对监护人
及/或儿童与该儿童的接触进行监督、或要求其他
家庭成员在调查期间搬入住处以监督与该儿童的接
触。每个安全计划的具体要求由调查的个案情况、
家庭具体需求以及情形所决定。调查专家将向家庭
提供安全计划的书面副本，并每周对安全问题进行
监督和重新评估。 
  

如果孩子从家中被带走，会怎么样？ 

无论什么时候对儿童采取暂时的保护性监护，调查
专家需要向儿童家长解释将儿童转移出家庭的原
因。采取暂时的保护性监护后48小时内，应在少年
法庭中召开庇护所监护听证会或暂时监护听证会。
听证会的目的是由法官确定是否需要对该儿童进行
保护。将书面通知家长预定法庭听证会的日期及地
点，且家长应尽可能参加该
法庭听证会。法官应在听证
会上听取证人证言并决定是
将儿童归还于其父母，还是
指定儿童与家庭服务部作为
该儿童的临时监护人。本部
门将向儿童及其家长解释案
件移送法庭的原因及任何其
他家庭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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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院在一审后决定不返还孩子监护权，我该怎么
办？

如果法官判决儿童与家庭服务部作为儿童监护人，
本部门将为该家庭指派一位社会工作者，由其处理
引发该家庭牵涉进本部门及法庭的问题及其他任何
家庭问题。社会工作者同家庭成员一道为解决该家
庭需求提供服务，法庭将另外安排庭审听取该家庭
所取得的进展。如果儿童被从父母处或照顾者处带
走，将提供关于法庭程序的更多详细信息。

我能找到通过热线电话投诉的人吗？ 

根据法律，DCFS不能公布通过热线电话投诉的人或
其他在调查中提供协助的人的姓名。有限免责条款
见DCFS网站上本部门的行政法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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